立即發佈：2020 年 12 月 2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紐約州已經發放了 3.8 萬劑新冠肺炎疫苗，這是全美最高的劑量

本周，34.6 萬劑摩德納公司疫苗和 12 萬劑輝瑞公司疫苗將陸續到位
紐約州啟動由州務卿羅薩多、總檢察長詹姆斯、全美城市聯盟主席兼執行長馬克·莫瑞爾
和第一保健公司總裁兼執行長帕特·王主持的疫苗公平工作組
紐約州開發社區疫苗接種成套工具，包含構建疫苗接種地點所需的全部物品，將特別用
於衛生保健沙漠區域
今天，聯邦政府開始為養老院的居民和工作人員接種疫苗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截至週一上午，紐約州已經接種了 3.8 萬多支疫苗，這是
迄今為止全國報告的最高劑量。
為了支持這項工作，首批 346,200 劑摩德納公司 (Moderna) 疫苗預計將於今天開始運抵
紐約州，另外 12 萬劑輝瑞公司 (Pfizer) 疫苗預計將于本周晚些時候運抵紐約州。
州長還宣佈啟動由州務卿羅薩納·羅薩多 (Rossana Rosado)、總檢察長勒蒂夏·詹姆斯
(Letitia James)、全美城市聯盟主席兼執行長馬克·莫瑞爾 (Marc Morial) 和第一保健公司
(Healthfirst) 總裁兼執行長帕特·王 (Pat Wang) 主持的紐約州疫苗公平工作組 (Vaccine
Equity Task Force)。工作組將打破疫苗接種的障礙，確保在全州範圍內公平分配疫苗，
努力確保脆弱和服務不足的社區不會落後。
葛謨州長還宣佈，紐約州正在開發社區疫苗接種包，為社區，特別是那些位於衛生保健
沙漠地區的社區，提供建立疫苗接種點所需的物資和資源。
州長還宣佈，今天在紐約州開始了一項為療養院居民和工作人員接種疫苗的聯邦計畫，
預計將為全州 618 個機構的居民和工作人員接種疫苗，從今天開始並在未來兩周內進行
首次接種。
「我們現在討論的是接種疫苗的人，讓我明確一點：接種過程中沒有政治因素，」葛謨
州長表示。「我們通過冠狀病毒 (COVID) 檢測，讓大人物、名人和富人站在隊伍的前
面。冠狀病毒檢測中的這種優待破壞了我們的民主、平等和為全體民眾服務的政府的整

體意識。在冠狀病毒的這個時代，我們看到了嚴重的不公正，這與政治無關。沒有州
長、沒有郡長、也沒有市長控制整個過程，任何說這些話的人都沒有說實話，也沒有違
反法律。這完全是由醫療專業人員完成的，我們的醫院已經比全國任何一個州都為更多
的人接種了疫苗。」
衛生專家預計，要贏得抗擊新冠肺炎 (COVID-19) 的戰爭，75% 至 85% 的人口需要接
種疫苗，因此，紐約州把確保弱勢社區和得不到充分服務的社區不被落下作為首要任
務。為了進一步開展這項工作，消除獲取疫苗的障礙並確保疫苗的公平分配，州長正在
啟動紐約州疫苗公平工作組。
工作組的成員包括：
•
•
•
•
•

•
•
•
•
•
•
•
•
•
•

城市之路公司 (Urban Pathways, Inc.) 執行長弗雷德里克·沙克 (Frederick Shack)
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 (SUNY Albany) 校長哈威丹·羅德里格斯 (Havidán
Rodríguez) 博士
紐約移民聯盟 (New York Immigration Coalition) 臨時聯合執行董事穆拉德·阿瓦德
(Murad Awawdeh)
SOMOS 社區護理中心 (SOMOS Community Care) 主席亨利·陳 (Henry Chen) 博
士
教派間衛生部聯盟 (Interdenominational Health Ministry Coalition) 創始人兼執行
董事；社區健康專案 (Community Wellness Project) 經理；共同點健康組織
(Common Ground Health) 菲利斯·傑克遜 (Phyllis Jackson)
拉丁裔艾滋病委員會 (Latino Commission on AIDS) 主席兼拉美裔醫療網絡
(Hispanic Health Network) 創始人吉爾莫勒·查康 (Guillermo Chacón)
1199SEIU 醫療工作者東部聯盟 (1199SEIU United Healthcare Workers East) 主
席喬治·格雷沙姆 (George Gresham)
住房與社區重建署 (NYS Housing and Community Renewal) 政策及社區事務特
別顧問露絲·哈賽爾-湯普森 (Ruth Hassell-Thompson)
拉美裔聯盟 (Hispanic Federation) 總裁兼執行長弗蘭基·米蘭達 (Frankie Miranda)
阿比西尼安浸信會 (Abyssinian Baptist Church) 喀爾文·布茨 (Calvin Butts) 牧師
博士
亞美聯盟 (Asian American Federation) 執行理事喬安·楊 (Jo-Ann Yoo)
全美有色人種協進會紐約分會 (NAACP New York State Conference) 會長黑茲爾·
杜克斯 (Hazel Dukes) 博士
恩典社區浸信會教堂 (Grace Baptist Church) 高級牧師 W. 佛蘭克林·理查森 (W.
Franklyn Richardson) 牧師博士
弗農山社區健康中心 (Mount Vernon Neighborhood Health Center) 執行長朱迪
斯·沃森 (Judith Watson)
社區生活公司 (Comunilife, Inc.) 創始人、總裁兼執行長羅莎·吉爾 (Rosa Gil) 博士

•

•

•
•
•

紐約州立大學南部地區醫療中心 (SUNY Downstate Medical Center) 總裁；紐約
州醫學院 (New York Academy of Medicine) 理事會 (Board of Trustees) 會長韋
恩·萊利 (Wayne Riley) 博士
紐約市房屋局全市主席理事會 (NYCHA Citywide Council of Presidents) 會長；傑
克遜房屋租戶協會 (Jackson Houses Tenant Association) 會長丹尼·巴伯 (Danny
Barber)
32BJ 服務業僱員國際公會 (32BJ SEIU) 會長凱爾·布拉格 (Kyle Bragg)
州長宗教社區發展服務辦公室 (Governor's Office of Faith-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 Services) 執行主任兼副部長卡里姆·卡馬拉 (Karim Camara)
全美有色人種協進會水牛城分會 (Buffalo Chapter NAACP) 會長馬克 E. 布魯
(Mark E. Blue) 牧師

疫苗包將是紐約州努力增加黑人、拉丁裔、農村、窮人和公共住房社區以及其他衛生保
健沙漠地區獲得疫苗的機會的一個關鍵部分，它將向最需要支援的人群提供所有必要的
設備和用品以接種疫苗。
具體來說，每個工具包都包含關於建立站點的方式的分步說明，以及關鍵的供應品和設
備，例如：
•
•
•
•
•
•
•
•
•
•
•

辦公用品
工作站設備
通信設備
清潔用品
照明設備
個人防護裝備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PE)
人群/交通控制裝備
藥水瓶
注射器
房間隔斷
隱私窗簾

今天，紐約州開始了一項聯邦計畫，為療養院的居民和工作人員接種疫苗，目前已有
618 家機構參加了這項計畫。CVS 公司將為 271 家機構接種疫苗，沃爾格林藥房
(Walgreens) 將為 253 家機構接種疫苗，其他藥店將為 94 家機構接種疫苗。整個專案預
計需要大約六周的時間，包括在每個機構的三個「臨床日」：
•
•
•

第 1 天：所有駐院醫生/部分職員接受第 1 針注射（預計在未來兩周內完成）
第 2 天：所有駐院醫生/部分職員接受第 2 針注射，部分職員接受第 1 針注射。
第 3 天：剩餘職員接受第 2 針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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